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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3月19日），2021烟台国际艺博会暨
珠宝玉石展、烟台国际陶瓷·紫砂·红木展将在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作为2021全国
艺术品行业开年首展，本届展会备受行业内外
瞩目。展出面积近20000㎡，吸引500家优质参
展商前来，特设9大主题展区：大师陶瓷、宜兴紫
砂、工艺美术、非遗文化、名家书画、红木家具、
品牌茗茶、珠宝玉石等，特邀30个超大展团、
100名工艺美术大师、50位书画艺术大师、200
家原产地珠宝商携万款艺术精品汇聚，打造顶
级文化艺术盛宴。

百家翡翠厂商
工厂直销 一件也是批发价

本届珠宝展，200余家珠宝厂商将展示翡翠
玉石、彩宝钻石、珍珠、琥珀蜜蜡、绿松石、时尚K
金轻奢珠宝首饰，为港城市民带来一场时尚潮
流珠宝盛宴！其中，组委会重点“翡翠工厂直销
会”，特邀100余家来自云南、深圳、广州等地的
优质翡翠厂商莅临，源头直供，没有中间商，一
件也是批发价。

景德镇名家陶瓷精品展
大师云集

本届展会，将展出参展作品近四百余件，
云集了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

高温颜色釉工艺大师何武高，高级配釉技师、
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何淑
辉，以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方福太、刘国
铭、夏义升、王国荣、沈凯、曾志根、刘鲜发等人
精心创作的代表作品。作品囊括了山水、人
物、花鸟等众多彩绘题材，以多元的陶瓷艺术
形式表现了景德镇陶瓷精华，彰显了中国当代
陶瓷艺术风采。

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
现场教您选紫砂壶

本届展会，特邀近50位宜兴紫砂大师及工艺
美术师组团参展。其中，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一
级高级技师汤建林大师将带来多款在国际上获得
大奖的作品，喜
欢紫砂的您尽
可大饱眼福。
除此之外，赵连
中、范勤、周中
华、邵红交、方
超、王丽勤、吴
小英、顾亚明、
尚艺、代六会、

宋琴芬、蒋永飞、吴潮龙等近50位国家级紫砂大
师将携佳作亮相。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齐亮相

中华工艺，巧夺天工，源远流长，为世界称
奇！本届艺博会特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展区，集中展示代表中华最高工艺水准的大师
作品，港城市民尽可大开眼界！

大规模 巨实惠
30+原产地红木家具厂家直销

主办方为了让广大观众买到高品质高性
价比的家具，先后奔赴福建仙游、广东中山、
山东淄博等家具集群地面对面进行邀请，有筛
选性地重点引进30余家品牌优质家具厂商，
从工厂仓库直接拉货到展会现场，工厂直销。
由于没有中间商，价格将同比商城直降50%
以上。

50位著名书画大师莅临

本届展会特设“名家书画艺术长廊展区”，特
邀50位著名书画大师莅临，涉及书法、国画、油

画、版画、工笔画等，代表中国书画界最高水准。

持身份证+健康码，安全逛展

本届展会，组委会将所有参会人员、观众的
安全健康放在首位！因此，本届展会，所有参观
观众需持身份证及健康码、测体温、登记后入场。

3月19日-22日，烟台国际博览中心，期待
您的到来。到达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的公交线路
有：7路、10路、17路，23路，51路，55路、567
路。市民也可自驾车前往，将车辆停放在博览
中心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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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烟台国际艺博会明日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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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吃俭用，却拿出2万元资助学生——

人民日报“人民号”
点赞烟台援藏教师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李尚钧 郝信苑 尤琳佩 摄影报
道）天气转暖，海岸线上市民和游客越来
越多。自3月起，市城管局环卫管理中心
组织各保洁作业公司开展了为期30天的
滨海一带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经过半
个月努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成效显著，滨
海一带“路见本色、设施洁净、沿线无死
角”，正成为环境卫生作业管理的示范区。

在环境卫生治理过程中，累计整治卫
生死角20余处，清理垃圾、树叶、海藻等10
余吨；出动机械化作业车辆90余台次，利
用洗扫车、高压冲洗车、洒水车、路面养护
车等，对滨海一带车行道及人行道进行清
洗、除尘作业，环境卫生明显改善。中环洁
环境巡检员陶封臣告诉记者，在做好日常
保洁和卫生死角清理工作同时，中环洁紧
扣精细化标准，在细节上狠下功夫，像北马
路周边因工地围挡，人行道根部杂草隐藏
在围挡后不易发现，环卫工人通过细致排
查、铲除、清理，再进行集中冲刷。利用鼓
风机对东山栈桥木栈道缝内的鞭炮纸屑、

细小杂物进行吹、扫，实现环境卫生的精细
化、彻底化治理。

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结合环境卫生集中
整治工作，组织作业公司开展“春季大清
洗”活动，推行深度保洁作业，以大型保洁
机具联合作业为主，小型保洁机具巡回作
业为辅，道路保洁全部实行洗扫和冲洗作

业，彻底清除冬季积尘。海德环境项目经
理王文超向记者介绍，海德环境在滨海一
带机械化保洁作业上紧跟市环卫中心“高
效率、快速化”保洁的指导思想，全面推行

“前方作业+后台指挥”的智慧化作业模式，
率先在人行道作业上投入小型洗扫设备，
对12个路口延伸清洗保洁，人行道和车行

道机械化作业率达100%，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同时还减少了人工清扫过程中的
扬尘污染。滨海一带项目将逐步用机械化
替代人工大扫帚清扫，努力打造成为一个

“无扫把”项目。
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环境卫生保障服务

站站长邹辉介绍，为提升滨海一带环境卫
生作业管理水平，市城管局环卫中心通过
实行定标准、定考核、定奖惩的“三定”责任
制度，切实加强企业保洁、巡检反馈、监督
考核的相互配合和联系，大力推进绿化带、
中分带、沙滩广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作
业方式，保洁工作实现全覆盖。巡检人员
每日对各作业公司保洁道路、广场选择2
个点位进行尘土测量，车行道和广场尘土
不超过5克/㎡，人行道不超过10克/㎡，
以克论净，达到深度保洁标准。下一步，市
城管局环卫中心将全面推行深度保洁作
业，“冲、洒、扫、洗、吸”一步完成的作业模
式，在常规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管理
细节，创新保洁模式，稳步提高滨海一带环
境卫生质量。

道路保洁 以克论净
仙境海岸“洗脸”迎游客

3月16 日，海拔 3860 米的日喀则桑
珠孜区，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第一高级
中学支教的烟台教师丁磊，利用休息时间
去日喀则市第一福利院看望失去亲人的
孩子。

在去西藏支教前，丁磊是福山一中的
思想政治课老师。在雪域高原，这位来自
海滨城市烟台的老师，被称为山东援藏教
师里的“牛人”。他怎么牛呢？凡是知道他
的人都会伸出大拇指，给他深深地点一个
赞。有的人说他“你少干点活，要保重身
体”，有的人说他“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却拿出2万块钱资助学生”，他所在的日喀
则市第一高级中学的校长跟他说“你别那
么拼命，我都害怕了”。

2018年8月15日，丁磊随山东省第二
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团队来到了日喀则。到
达高原尽快适应当地环境之后，他就立刻
投入到援藏支教工作当中。丁磊一开始接
手的三班是一个多民族混合的班级，学生
中有藏族、汉族、回族，不同民族的习惯、风
俗有很大差异。为了带好这个班，丁磊每
天早上天还不亮就打着手电筒、骑着自行
车到学校，和学生一起跑早操，开始一天的
工作。晚上坚持到第三节晚自习下课以
后，再回到援藏公寓。什么是以校为家？
就是坚持每天早上6点半到校，晚上11点
回到公寓，除去午休，一天差不多有十四个

小时是在学校陪伴着学生度过的。在山
东，这就相当于早上4点半就到校，晚上9
点回家！甚至有一次，因为高原缺氧加上
天黑，丁磊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一头扎进了
路边的沟里……

“藏区的孩子学习非常勤奋刻苦，早上
五点多天不亮的时候就全都起床在学校路
灯下背书。但是由于高原缺氧，学生虽然
很勤奋，但是学了之后很容易忘，同学们就
反反复复在那儿记忆、背诵。”丁磊说。为
了改变这一状况，丁磊就在教学中结合高
原环境和学生的学习习惯、方法和知识基
础，慢慢地摸索出一些新的教学方法，结合
当地情况和每个学生不同的经历，有针对
性地讲一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有趣的话
题，在这个过程中渗透理论知识，稳扎稳
打，慢慢地引导学生先听懂学会，逐步喜欢
上这些知识。

“他每天的作息时间跟我们差不多，甚
至早晨比我们还要早，晚上比我们还晚。他
怕我们学习有压力，每天都会陪在我们身边
寸步不离。他对我们的用心之深，甚至
于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感觉像个超人
一样，总有无穷的力量，不会感觉到
累，不会感觉到疲惫，有这样一位老
师和这样一群同学，高中生活很美
好。”这是一位藏族同学在丁磊的留
言簿上写下的。

在日喀则的每一天，丁磊都在
随时随地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通过自身的勤奋工作
引导教育学生，团结班级任课教师
共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班级的学
习氛围不断增强，班级成绩也从一
开始的级部倒数第一，慢慢升到了
前列。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两年
的日喀则市第一高级中学“班主任
节”表彰会，丁磊两次都被评选为最
好的首席班主任，丁磊的这种“拼上
去、干上去、靠上去”的精神也被学
校学生管理中心的次旺巴丹主任总

结为“丁磊精神”。
“国家对西藏农牧区的学生实行‘三

包’政策，为藏区农牧民家庭减轻了很大的
经济负担。学生可以在享受国家优惠政策
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想。但是也有一些家庭，因为各种原因，学
生通过自己的拼搏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却
因为家庭的原因拿不出上学的路费，而不
能及时报到，最终放弃读大学。这种情况
每年都会出现，让人无比痛心。”丁磊说，有
几次，他和学生管理中心主任次旺巴丹主
任谈学生管理工作，听到这种情况之后他
非常着急。于是，他一次性拿出2万元资助
了5名2020年日喀则市第一高级中学毕业
的贫困大学生，帮他们圆了自己的人生梦
想。这件事，让很多人都很佩服。因为丁磊
平时生活很节俭，穿的衣服经常能看到破
洞，经常吃冷饭和方便面：“下午放了学，孩
子们去食堂吃饭了，他还要巡视
每个班级，看看还
有 什

么事情，经常是巡视完了饭也凉了。”
“感谢三年来的陪伴和付出，我们一定

不负您的期望。老师好好照顾自己，您不
能倒下，我们需要你。”这是丁磊曾经带过
的班长陈憶给他的留言。这个雪域高原上
长大的孩子，希望丁老师不要太拼，照顾好
自己，平平安安回山东，把“丁磊精神”永远
留在日喀则。

青岛日报记者 王建亮
YMG全媒体记者 权立通
通讯员 刘静峰 摄影报道

图①丁磊去海拔5000米的边境县仲巴
完小支教。

图②丁磊在日喀则一高上课。
图③丁磊资助过的孩子给他发来的

信息。

昨天，省教育厅官方
微信公众号“山东教育发
布”转载人民日报新媒体平
台“人民号”发表的通讯《这
位山东援藏教师省吃俭用，
却拿出2万元资助学生》，
点赞福山一中援藏教师丁
磊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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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姜波）因道
路施工需要，山海南路(港城东大街至杰瑞路) 3月16日起至
6月30日进行改造施工；芝罘区幸福路(幸福南路至幸福北
路)3月16日至6月30日进行改造施工

山海南路根据施工单位提供的施工计划，先期施工慢行
路，对机动车影响不大。后期施工车行道，第一段东半幅杰瑞
路至轸大路，第二段东半幅轸大路至港城东大街，第三段西半
幅杰瑞路至轸大路，第四段西半幅轸大路至港城东大街，施工
期间，半幅车道车辆双向行驶。

芝罘区幸福路(幸福南路至幸福北路)3月16日至6月
30日进行改造施工，计划工期106天。施工路段主道整体
采取半幅封闭施工，改造后车行道变为双向5-6车道，实
现了人行分离，增加了交通安全性，缓解了交通压力。

路段施工造成部分驾驶员分不清路况，特别是早晚高
峰期，车辆行驶缓慢，部分路段极易发生交通拥堵。在此
交警部门提醒驾驶员进入施工路段，要提前观察，根据现
场施工单位设置的道路施工安全标志行驶或服从现场交
警的指挥，驾驶员不要抢行加塞，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幸福路 山海南路施工
过往车辆请绕行


